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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华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
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开具的安全
维稳责任金，自编号：030886，收据号：
0127190，金额：3 万元，声明作废。
叶海波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
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开具的安全
维稳责任金，自编号：030886，收据
号：0023455，金额：1万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温州锐峰矿山建设有限公司会东分公司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会东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4600
0165601，账号：2320633409100012332，声明作废。

通 知
敖钦（身份证号码：500239199704143719）：你于
2021年05月22日至今未到岗上班，且未办理任何
相关手续，已严重违反劳动合同签订的本意，我司
于2021年06月01日和2021年06月07日书面通
知你，但你至今仍未回，现登报再次通知你限在本
通知见报之日起两日内（节假日顺延）到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逾期未归我公司将按劳动合同法三十九
条第二款之规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特此
通知！重庆月石劳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二0二一年六月十日

母亲李欢，父亲刘祖阳之儿子刘安瑞
2014年8月30在重庆巴南区界石镇
中心卫生院出生，出生编号050022
4875，现出生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姓名：赵娟）于2021年6月7日，本人在重庆市
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为：510129198412234028，
有效期限：2011年02月10日-2031年02月10日，签发机
关：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分局，自本声明发布注明遗失
日起所有与本身份证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更正公告
2021 年 6月 8日重庆商报第 4版刊登的关于“重庆
市九龙坡区石杨路44号负1层至负2层商业房产、
第 19 层写字楼”拍卖公告做如下更正：原公告中

“一、拍卖时间及地点:我公司定于2021-06-16 10:
00:00起至2021-06-16 16:00:00止（延时的除外,
在拍卖结束前5分钟出价，拍卖结束时间会在出价
时间基础上延长5分钟，直至无人出价，拍卖结束）
在上海百昌网络拍卖科技有限公司平台上（网址：
www.360pai.com，以下简称“平台”）进行公开拍
卖。”更正为“一、拍卖时间及地点:我公司定于
2021-06-16 10:00:00起至2021-06-16 16:00:00
止（延时的除外,在拍卖结束前5分钟出价，拍卖结
束时间会在出价时间基础上延长5分钟，直至无人
出价，拍卖结束）在上海百昌网络拍卖科技有限公
司平台上（网址：www.360pai.com，以下简称“平台”）
进行公开整体增价拍卖。”其它内容不变，特此更正。
重庆市泰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6月10日

废旧设备一批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2021年6月18日10：00时在中拍平台
（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废旧设
备一批进行拍卖，现存放于巴南区鱼洞。竞买人应
在2021年6月17日17:00时前联系我司办理竞买
手续并缴纳保证金，逾期不予办理。自公告之日起
至2021年6月17日12：00时前在标的存放地展示。
详情咨询：魏18623088079
重庆中润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11日

●遗失两江新区芭夯兔餐饮店 2019年07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5YG5Q701，声明作废。
●谭思辰遗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开具的发票，
发票号0011258948，金额16535.58元，声明作废。
●父：张良君，母：王雪，孩子张登杰遗
失出生证明，性别男，2015 年 8 月 25 日
出生，出生证号 P500215285，声明作废

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司长江索道广告位招租项目（第二次）
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司长江索道广告位招租项目（第二次）已具备比选
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比选。现邀请潜在竞标人报名参加比选，想了
解比选公告详细情况，请登录重庆客运索道公司官网（www.cqsuodao.
com）、中国采购与招标网。联系人：张老师，电话：15025423205。

●重庆市长寿区邻封镇焦家村村民委员会遗失农商行长寿
支行邻封分理处开户许可证J6530080644001，声明作废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悠久的民俗文
化，更浸透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而在当
下，这个古老的节日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
色彩。连日来，在端午节即将到来之际，
全市多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人大代表与居民共庆端午节

昨日，大渡口区跳磴镇人大办组织辖
区人大代表联合幸福社区，在幸福华庭
公租房举办了以“粽叶飘香迎端午，垃圾
分类我先行”为主题的端午节活动。

活动现场，代表们与社区居民一起，
排队进行包粽子比赛，每位参赛选手拿
粽叶、舀糯米，裹好后再用棉线捆结实。
围观群众除了可以观看包粽子比赛，还
能参与关于垃圾分类知识的有奖问答。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拿着垃圾分类宣传
册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的好处和意义，
提升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意识。跳磴镇人
大办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活动的举办，
不仅拉近了人大代表与居民的距离，还
加强了大家对中国传统佳节的认识，感
受到公租房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孩子们学包粽子送老人品尝

日前，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新一社区
联合社区微型少年宫、养老服务中心等，
共同组织开展了“品味端午·传承文明”
主题活动。

中国舞《雨中花》拉开活动序幕。孩
子们生动活泼、童真童趣的表演，博得现
场老人阵阵喝彩。随后，志愿者向孩子
们示范包粽子的技法。折叶、填米、扎
线，巧手翻飞，一只只粽子瞬间成型，孩
子们按照志愿者教的方法认真地操作起
来，现场其乐融融，欢声笑语不断。最
后，工作人员和孩子们将煮好的粽子分
给老人们品尝。“此次活动既让孩子们学

习到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又让老人
们切实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和社区大家庭
的浓浓关爱。”社区负责人表示。

包粽子比赛不重名次重参与

“以前过端午都是买粽子，今年和邻
居们一起包粽子，意义非凡。”昨日上午，
大渡口区茄子溪街道桥口社区联合汇优
物业，邀请居民在小区内共同举办了包
粽子比赛。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把提前泡好的糯
米、粽叶等材料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随
着一声“开始”，参加包粽子比赛的居民们
各显神通，原本欢乐轻松的氛围也顿时变
得紧张起来。比赛结束，根据质量、数量
评比出一二三等奖。“我以前没有包过粽
子，今天过来主要是想自己动手学包粽
子。”小区居民吴阿姨表示，得知小区要举
办包粽子比赛并且自己包的粽子可以带
走，便带着家人一起前来，“不为拿奖，就
想吃自己亲手包的粽子。”

学习香囊制作共度端午佳节

为让居民度过一个欢乐有意义的端
午佳节，6月9日上午，大渡口区新山村街
道翠园社区文明实践站在活动室开展了

“学党史讲故事·制香包品香粽”主题活
动，辖区居民代表、归侨、党员义工、计生
特扶人员、离退休干部等共40余人参加。

社区宣讲员一则“抗战时期饿倒在粮
食挑子旁的粮草官”党史小故事，让大家
对共产党少将邓可运有了更
深的认识，对他的严于律己
深感佩服，对曾经艰苦生活
的回忆，激发了大家更懂珍
惜与感恩。随后，带领大家
学习如何制作香囊环节，工
作人员介绍事先准备好的中
药材的功效，各自根据自己
的喜好，将艾叶、薄荷、藿香、
石菖蒲等缝制在五颜六色的

香囊里，闻着草药香气，大家迫不及待地
把香囊戴于身上、腰间。

集体创作“希望树”感念党恩

昨日，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古渡社区
欢声笑语不断，社区采用居民游园加入
户探访的形式，开展了“庆端午居民同
乐 忆百年不忘党恩”的系列主题活动。

游园活动中，社区设置了端午香包、
鲜花献给党、书香墨宝、门庭一家亲等形
式多样的活动内容，既让居民在学习传
统文化的同时，也让居民们把最美好的
祝福送给党。同时，社区的门庭长则上
门探访困难老人，为老人熬艾草水泡脚，
并送上节日问候。为迎接建党100周年，
古渡社区居民集体创作了党和人民心连
心的“义渡希望树”，以此表达“在党的带

领下，日新月异展宏图”的美好祝愿。

“重庆若尔盖草原”邀你打卡

继“马尔代夫重庆分夫”之后，重庆又
添了一个网红打卡点。6月 10日，长江
涪陵红酒小镇段消落带区域内，绿油油
的草坪像一张软绵绵的地毯，一些游客
穿着汉服、骑着马儿悠闲地“打卡”，仿佛
置身于若尔盖大草原中。这里便是被不
少网友点赞的“若尔盖草原重庆分原”。
红酒小镇相关人员表示，结合这片天然
草原景观，红酒小镇跑马场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可接受预约，供游客骑马去

“草原”打卡，同时，端午节临近，景区将
邀请汉服爱好者到“草原”游玩，让国潮
端午周遇上江边大草原，形成一道新的
风景线。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6 月 10 日上
午，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创新社区多功能
室欢声笑语，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近 50
人欢聚一堂，比赛包粽子，共庆端午。

上午 9 点半，随着计时员的一声令
下，参赛“选手们”纷纷使出看家本领，
折粽叶、放糯米、缠龙须……不一会儿工
夫，一个个小巧、鲜绿、可爱的小粽子就
成型了。围观群众也不闲着，时而静静
观战、时而出谋划策、时而呐喊助威，现

场欢声笑语与紧张激动“齐飞”，亲和热
闹的氛围展现了邻里间“和谐融洽、互
助向上”的风采，好一幅“邻里情、一家
亲”画面。

经过激烈角逐，居民贺绍琴在规定的
时间内以连包38个粽子的成绩获得第一
名。赛后，社区工作人员把包好的粽子送
给辖区部分空巢老人、老党员以及困难家
庭，并附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到节
日的温馨和社区的关爱。

折粽叶、缠龙须……社区包粽子比赛乐融融

618开启后，重庆边远区县的火锅商
家一天销售额超过10万元，酉阳的主播
们把土家糍粑、魔芋、剁椒酱卖到全国各
地，在渝各地的电商产业园打包工作忙
得热火朝天……6月1日-3日，淘宝天猫
上的重庆商家销售额增幅位列西部第3。

而在整个西部，电商正跑出“加速
度”。6月 9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
经济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发布的《西部
电商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西部
地区上淘宝开店的新创业者人数增幅首
次超越其他地区，领跑全国；以淘宝村、
镇为代表的农村电商爆发式增长，去年4
省份实现“零突破”；反映在物流上，2年
内，东西部地区包裹运送的平均时长缩
短了16小时。

这是阿里巴巴发布的首份聚焦西部
地区电商发展的报告，全面深入地阐述
了西部地区在电商、物流、乡村新基建等
方面的蓬勃发展。

西部新入淘创业者增幅领跑
重庆年销百万商家增长87%

《报告》显示，2020年，新入淘创业者
同比增幅排名前十中，西部省（自治区、
直辖市）占据 9 席，且增速全部超过
200%。宁夏、云南、贵州、青海和甘肃位
列全国前五，宁夏新入淘者增幅高达
420%。

西部地区淘宝中小商家人均从网商
银行支用的金额较 2017 年增长了近
150%，普惠金融提供了创业的基础动力。

90后、95后、00后的年轻人，正成为
新入淘创业的主力军，占比达到6成。服
饰、生鲜、百货等传统领域之外，非遗传
承成为西部年轻人创业的新方向，2020
年，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淘宝店数

量同比增长33%。
数据显示，西部电商发展量质齐升，

2020年，重庆皇冠及以上的淘宝店铺数
量相比2016年增长了105%；年销售额超
过100万的商家数量增长87%。

重庆酉阳的95后冉启福就是返乡创
业的年轻人，2016年他回酉阳创业开设
淘宝店，如今已是皇冠店铺，一年销售额
上千万元。他还深入产业链，挖掘当地
土特产打造爆款，带着孃孃大爷搞直播，
推销产品。

秀山人杨秋，初中毕业外出打工，当
过货车司机、开过影楼，2016年他回乡创
业开天猫店，销售食品，做得风生水起，
店铺一年卖1000多万元，也成为皇冠店
铺。

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电商“购销逆差”
进一步缩小，2020 年同比缩小 46%。
2019 年，西部通过淘宝收入 100元的同
时，有1300元花到其他地区，而2020年
这一数字已经缩减为750元。

新品牌不断在淘宝天猫上快速崛起，
成都的付小姐、西安的劲面堂等西部品
牌都打出了全国知名度。其中，成都有

11个新品牌入选 2020 年“天猫Top500
新品牌”。

4省份淘宝村、镇“零突破”
重庆涌现“亿元镇”

电商的集群效应正加速向西部扩散，
2020 年西部淘宝村、镇增势尤为迅猛。
其中，淘宝村从19个增长至71个，增幅
达到274%，淘宝镇从34个增加至83个，
同比增长144%。

内蒙古、西藏、甘肃、重庆4地实现了
淘宝村、镇的“零突破”，甘肃迎来了首个
淘宝村，内蒙古淘宝镇数量从0到 8，实
现飞跃式增长。四川、陕西已经诞生亿
元淘宝村，重庆、四川、云南、广西涌现

“亿元镇”。
重庆梁平区袁驿镇袁驿村是2020年

上榜的淘宝村之一。记者从该村了解
到，目前村里注册网店170余家，2020年
6月至今年5月，该村电商销售额达1730
万元，其中农产品达350万元。

“如今，当地的农产品不仅不愁销路，
价格也比以前涨了不少。梁平柚、黄粑

粑、袁驿豆干、蔬菜、竹工艺品等特色产
品通过互联网销售到全国各地，让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梁平区相关负
责人说，目前该区建成区农村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1个，镇级电商孵化中心8个，
村社电商站点170余个及市级电商示范
园区天华电商物流产业园，目前产业园
入驻企业70余家。

酉阳县里的电商协会会长杨向华，在
五十岁以前还是一名乡村兽医，几年时
间，他便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偏远县城的
电商带头人，不仅自己经营的淘宝店铺
年销过千万，还为酉阳县近6000余人次
做培训，教他们做淘宝，并让数百人成功
通过淘宝创业。2020年11月24日，杨向
华因为在农村电商领域的突出贡献，获
评“全国劳动模范”。

2020年，直播全面爆发，常年和土地
打交道的农民也纷纷变身主播，将田间山
头的勃勃生机和当地特色产品传向远方。
年轻的产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从城市回到西部家乡，做起了“新农人”。

淘榜单数据显示，2020年，淘宝主播
人数增幅前十省份中，西部占据8席，甘
肃、贵州、内蒙古、宁夏、陕西分别位列全
国前五。淘宝直播上的“新农人”主播超
过10万名，云南、四川、陕西位列全国“新
农人”主播数量最多的前十行列。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
西部地区完成快递业务量60.47亿件，比
上一年同期增长27.7%。

根据菜鸟数据，2020年，西部地区寄
件量同比增幅达到23%，领先其他地区。

4年前，菜鸟宣布“中西部将实现24
小时送达服务”，《报告》首度公布的“义
乌指数”显示西部物流配送时间已大大
缩短——相比2018年，2020年义乌与西
部主要城市间的平均物流时间缩短了约
16小时，其中义乌与重庆之间的快递时
间缩短了12小时。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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